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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纽约时代广场
2014年元旦期间，山东省旅游局

与 美 中 友 好 协 会 ( S i n o - A m e r i c a n
Friendship Association)在纽约时代广场
合作举办了倒计时开幕庆典，通过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节目，世界各地聚集
而来的百万游客得以在此一睹山东旅
游风采。

据了解，在元旦之前，好客山东
旅游形象片已在纳斯达克楼的超大
LED屏和汤森路透大厦等19个LED屏上
连续三天联动播放，累计播放近千
次。形象片突出展示山东自然山水、
人文文化及旅游特色，以一种现代而
艺术的方式将齐鲁大地展现于世人面
前。结合美国主流新媒体平台，线上
线下的配合联动也同时展开，用户不
仅可以看到山东著名旅游景点与鲁系
美食，还有精彩的山东旅游文化视频
和各类专题旅游活动信息。

在纽约地标时代广场举行的新年
倒计时活动一直是全球最为盛大的迎
新年活动之一，也是全球瞩目的盛
事。通过美国媒体现场直播，全球预
计有超过十亿民众观看。 (综合)

“红十字救护站”

落户我省8家5A级景区
近日，“幸福天使红十字救护站”

山东省援建计划启动。曲阜明故城(三
孔)旅游区、烟台南山旅游区、蓬莱阁
旅游区、泰山风景名胜区、枣庄台儿
庄古城景区、刘公岛风景名胜区、三
仙山·八仙过海旅游景区、青岛崂山风
景区8家5A级风景区列入援建名单。

据了解，红十字救护站落户景
区，不但能保证节假日期间医疗卫生
保障工作，还可为附近的社区居民提
供应急救护服务。在有条件的救护站
中还将搭建母婴室，为景区游客提供
专业系统的母婴救护设施、开展科普
健康教育、志愿者爱心援助等。同
时，景区救护点会设有规范醒目的相
关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标志，配有专门
医务人员，备有急救药品及医疗器
械，保证急救电话畅通，并与旅游景
区签订医疗救护协议书。需要对口转
诊时，在充分尊重病人及其家属意愿
的前提下，就近、就强进行转诊。对
口转诊医院将对景区内的医疗救护点
提供对口帮扶，包括人员培训、业务
指导等。 (综合)

山东优特·济南馆

贺年礼年货会开幕
2014年“好客山东贺年会”是整

合元旦至元宵节期间各类年节消费资
源，传承创新春节文化、扩大文化旅
游消费，策划面向大众的冬季文化旅
游产品和民俗文化活动。为了让贺年
会产品“热”起来，民俗文化“火”起来，
创新提升“贺年礼”产品品牌，满足
当地居民消费和外来游客消费的不同
需求。经过紧张的策划筹备，以“山
东100”旅游商品、济南地方特产、春
节大众礼品以及年画、春联、剪纸等
节日民俗文化用品为主体，由山东优
特旅游商品营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山东优特·济南馆——— 特产民俗文化广
场项目于元旦正式试营业！

山东优特·济南馆位于大明湖西南
门、明湖湾一层，以打造济南最大的
特色旅游商品购物广场和土特产大卖
场为目标，建成后将成为2A级景区式
的济南特色购物民俗文化体验景区和
济南(山东)旅游商品品牌馆、特产民俗
文化的传播平台。济南馆面积达2200

平米，分为济南(山东)民俗手工艺大师
现场表演制作区、济南都市圈特产展
销区、优特山东特产大卖场、精品旅
游商品品牌馆、历下区旅游咨询中心
五个区域。汇集济南及山东17地市共
2300多种特色商品，济南馆引入济南
及山东手工艺大师和非遗传承人，现
场进行特色民俗、手工艺制作表演。
为庆祝济南馆试营业，推出了山东特
产免费品尝及全场礼盒9 . 5折特惠活
动，此外优特山东特产储值卡热销
中，购卡即享优惠。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济南馆品尝美食、抢购吧！

济南馆热线：0531-86611666

招商热线：0531-86103939

贺年会快讯

B072014年1月9日 星期四

编辑：李芳芳 组版：冯启韫 玩周刊

几十个精品滑
雪场、几十个品质
温泉、十大最好玩
乐园，凡是你能想
到 的 冬 季 游 玩 方
式 ， 这 里 都 有 。
“2014好客山东贺
年会”为游客们带
来了诸多惊喜，让
你的过冬方式提档
升级，体验极致浪
漫 ， 欣 赏 绝 色 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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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海洋极地世界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通票
160元/人，持全票的成人可免费带
领一名1 . 2m以下的儿童，多带儿童
一名补票60元。

项目特色：汇集了北极熊、北
极狐、白鲸、海豚、海狮、海豹、
海牛、海象、海龟、企鹅等来自世
界各地的数百种海洋生物，是一个
集观赏性、趣味性、知识性于一体
的综合性海洋动物展馆。

交通信息：济南北向北京泰安
聊城方向西行，至二环北路、二环
西路下口出天桥收费站，右转至二
环西路北首，过建邦大桥北，西行

6分钟即到。

青岛海底世界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1月1日
至30日，推出迎新年特价门票90元
/人；1月31日至2月14日，门票优惠
至7 0元/人 (已享受其他优惠的除
外)；1月1日至2月28日，购买青岛
海底世界年卡(成人年卡288元，家
庭年卡498元，学生年卡198元)均可
优惠30元。

项目特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单体亚克力圆柱展缸；拥有世界上
馆藏最为丰富的海洋生物标本馆；
中国大陆首座专业水母展馆——— 梦

幻水母宫；中国第一家拥有开放式
海洋试验室的海底世界，并附有海
洋科普教室，实现了海洋旅游和科
普教育的有机结合。

交通信息：G20青银高速，过
青岛收费站约 1 0 0米后直行进入
G204，过喜盈门立交桥约200米后
直行进入G308，进入鞍山路-山东
路-香港路-香港西路向栈桥方向，
第一海水浴场西侧500米即到青岛
海底世界停车场。

青岛极地海洋世界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极地馆
门票 (有海豚表演 ) +海上观光￥

180；极地馆+欢乐剧场+海上观光
联票￥180；极地大学生门票(极地
馆+欢乐剧场+海上观光)￥180；海
洋世界半价票(1 . 2-1 . 4米儿童及60-
70岁老人)￥75。

特色项目：极地大厅、青岛友
谊国际游艇俱乐部海上观光、极地
海洋区、极地冰雪人文区、海洋互
动区、海洋生物区、极地动物表演
等。

交通信息：从青银高速下桥后
向正西方向出发，沿辽阳东路-海
丰路-银川东路-海尔路-香港东
路，到达集合点中国海洋大学浮山
校区。

泰安太阳部落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160元
项目特色：太阳部落旅游区分

为时光穿越、梦回大汶口、洪荒探
秘、洪荒历险、情定大汶口、金乌
古镇六大版块。

交通信息：济南—太阳部落
线路1：104国道—长城路(104

国道)—金光大道—太阳部落
线路2：京台高速—泰安“满

庄”出口—100米右拐进入金光大
道—太阳部落

泰安方特欢乐世界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成人及
身高1 . 4米以上(含1 . 4米)的未成年人
200元/人；身高1 . 1米—1 . 4米的儿
童150元/人。

项目特色：星际航班、未来警
察、嘟比历险、海螺湾、维苏威火
山、神秘河谷、生命之光、飞越极
限、嘟噜嘟比农庄、影视特技摄影
棚、聊斋、恐龙危机

交通信息：北京、天津、河北
等城市出发经京津塘高速转京福高
速至泰安西下；河南、皖北、苏北
等城市出发经京沪/京福高速至泰
安东下；烟台、威海、青岛经博莱
高速转泰莱高速至泰安下。

蓬莱欧乐堡梦幻世界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180
(成人票)

项目特色：童话镇、勇者挑战
区、梦幻城堡、天鹅堡、环游世界
区、探险乐园区

交通信息：
北京方向：京福、京沪高速-

青银高速-潍莱高速-荣乌高速-蓬
莱出口下沿景区交通指示牌行驶，
约20分钟可到达景区。

上海方向：沪宁高速—宁连高
速—沈海高速—荣乌高速—蓬莱出
口下—沿景区交通指示牌行驶至景
区，下高速后约20分钟可到达景
区。

蓬莱海洋极地世界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120元
(不含4D影院、奇妙旅程)；4D动感
影院20元、奇妙旅程20元。1 . 2—
1 . 4米的儿童、持老年证和身份证
65周岁以上的老人和持有效证件的
现役军人实行优惠价：80元/人。

项目特色：十大精彩表演、科
普教育行活动

交通信息：
北京方向：京福、京沪高速—

济青高速—潍莱高速—威乌高速—
蓬莱出口下—向北直行至蓬莱长途
汽车站—向西沿景区指示牌行驶—
海港路—景区。

上海方向：沪宁高速—宁连高
速—同三高速—威乌高速—蓬莱出
口下—向北直行至蓬莱长途汽车
站—向西沿景区指示牌行驶—海港
路—景区。

青岛方特梦幻王国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成人门
票200元/人，免票人士须持有全票
票价成人陪同，每名持票成人限带
一名免票人士。

特色项目：美国街、猴王、秦
俑地宫、唐古拉雪山、魔法城堡、
逃出恐龙岛、水漫金山、宇宙博览

会、崂山道士、生命之光、飞越极
限、嘟比爱科学、小鸡不好惹、方
特城堡等。

交通信息：
青银高速—胶州湾高速—红

岛—方特梦幻王国。

潍坊富华游乐园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身高
1 . 2米—1 . 4米的儿童，6 0元游乘
券，门票及12个儿童游乐设施；身
高1 . 4米以上人群，100元成人游乘
券，门票及18个游乐设施。农历正

月初一到初七，免门票。
项目特色：双环过山车，是富

华游乐园最具代表性的游乐项目，
还有超级大摆锤、风火轮、太空飞
梭、5D影院等。

交通信息：
济青高速潍坊口下，向南行驶

大约5分钟，即可到达富华游乐园。

沂水地下大峡谷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成人票
96元/人

项目特色：江北第一长洞，中

国特大型著名溶洞之一。地下暗河
漫长而曲折，四季长流，地下河瀑
布十分壮观，在我国北方溶洞内实
属罕见。利用暗河水势开发的1000

米漂流项目，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
记录总部认证为“中国最长的溶洞
漂流”项目，洞内常年温度在17/
18摄氏度，冬暖夏凉。

交通信息：
青兰高速沂水诸葛出口距地下

大峡谷30km，萤火虫水洞40公里；
青兰高速沂水杨庄出口距地下大峡
谷40km，萤火虫水洞50公里；长深
高速沂水安庄出口距地下大峡谷
15km，萤火虫水洞25公里。

贺贺年年游游乐乐园园指指南南

青岛海泉湾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198元
项目特色：青岛海泉湾海洋

温泉中心由室内、室外两部分组
成。室内共有形态各异的温泉池
53个，均以海洋独有的风貌为主
题打造；室外由7个露天泡池组
成，紧靠碧海金沙，令人心旷神
怡。

交通信息：济南方向沿济青
高速(G20)南泉出入口下，S309即
墨方向直行至滨海大道左转直行
3KM即到。

聊城阿尔卡迪亚温泉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125元
项目特色：从1800米地球深

处抽取出温泉水，不受地表污

染，出水温度 5 8℃，富含偏硅
酸、偏硼酸等48种对人体有益的
矿物质，有御临泉、“凤栖雅
居”、“鲁圣八汤”、“百草
园”、“卧龙坡”、“活力阳光
区”等十二大特色景观区域。

交通信息：济馆高速聊城东
出口下，南行到聊城大学右拐向
西2公里左右，路北即是。

泰山温泉城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成人
票198元

项目特色：泰山温泉城按国
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精心打造，
是集温泉养生、休闲度假、商务
会议、康体娱乐和生态旅游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国际性泰山文化温
泉主题度假区。

交通信息：济南方向1 0 4国

道—长城路—中天门大街—龙潭
南路—牟汶河大桥—泰山温泉
城；京福高速—泰山立交桥—泰
新高速—泰安南—长城路—中天
门大街—龙潭南路—牟汶河大
桥—泰山温泉城

临沂智圣汤泉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成人
票138元，儿童票69元

项目特色：临沂智圣汤泉度
假村分为客房接待中心、中西餐
饮中心、国际会议中心、温泉接
待中心和度假村影剧院五大主
题。

交通信息：景区离京沪、日
东、长深高速公路、胶新铁路、
205、206国道等交通干线均在20公
里左右，交通十分便利。

贺贺年年游游““泡泡汤汤””指指南南

济南金象山滑雪场

价格：
平日滑雪票180元/人(8：30-

17：00)；周末滑雪票210元/人(8：30-
17：00 )；节假日滑雪票330元/人
(8：30-17：00)

特色项目：雪地拔河、雪地
摩托、雪上飞碟、滑雪船、拖
牵、雪地魔毯等。

交通信息：
路线一：济南市区出发从南

外环上S103省道至仲宫大桥向东8

公里(327省道)商家村即到。
路线二：济青高速(京沪高速)

转济南绕城高速至济南南出口(大
涧沟出口)，沿S103省道至仲宫大
桥向东8公里(S327省道)商家村即
到。

泰安徂徕山滑雪场

价格：平日全天150元、周末
全天180元、节假日全天260元

项目特色：徂徕山温泉滑雪
场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徂徕山脉，
雪场内设有雪上飞碟、马拉爬犁
等娱乐区，并为儿童开设了专业
的滑雪场地，真正做到了赏雪、
玩雪、娱雪的全方位功能。

交通信息：
济南方向：泰安西出口下高

速—泰山大街—龙潭路—儿童医
院左转走外环1000米—太良路—旧
县大桥看见徂徕山指示牌。

潍坊富华滑雪场

价格：100元/2小时
项目特色：“富华冰雪欢乐

世界”占地面积达10000多平米，
集滑雪、戏雪、休闲娱乐、旅游
度假为一体，雪场由雪板道、雪
圈道、休闲戏雪园三大功能区组
成，具有完善的滑雪服务系统，
如覆盖率达100%的进口人工造雪
系统、电子监控系统、广播背景
音乐系统等。

交通信息：烟威高速—烟台
绕城—同三高速—潍莱高速—济
青高速，从潍坊出口下，右转200米
环岛左转(南)两个路口左侧即是。

沂水地下画廊滑雪场

价格：平日75元/2小时、全天
150元；周末110元/2小时、全天
240元；节假日(元旦、春节)150元/
2小时、全天320元

项目特色：
天然地下画廊滑雪运动场滑

道全长400米，是一家集滑雪、雪
圈、新西兰悠玻球等数十种动感
运动项目为一体的大型休闲娱乐
基地。

交通信息：
济南方向：京沪高速蒙阴出

口，右(向东)直行2 . 5公里后，左转
(向北)直行2 . 5公里后右转(向东)，
直行42公里后到夏尉十字路口，途
中经过335省道沂水收费站，右转
(向南)直行25公里后右转沂水地下
画廊山门处，总行程：72公里

贺贺年年游游滑滑雪雪指指南南

马马

景区名称 贺年会期间价格

九顶塔滑雪场
工作日140元/2小时，180元/全天，80元/夜场；双休日180元/2小时，

210元/全天，90元/夜场；节假日210元/2小时，300元/全天，150元/夜场

泉城公园滑雪场 门票：100元

济南世纪园滑雪场 平日全天280元；周末4小时280元；节日2小时280元

卧虎山滑雪场
工作日门票20元，双板120元/2小时、140元/全天、80元夜场
双休日门票20元，双板130元/2小时、170元/全天、80元夜场

青岛
金山滑雪场

平日滑雪票全天滑雪380元；周末滑雪票3小时460元；
节日滑雪票3小时600元（元旦+春节）

青岛
天泰滑雪场

门票20元，（1 . 1米以下儿童免门票）；滑雪场平日票200元/2小时，全天400元；
周末票200元/2小时、260元/3小时、全天400元、夜场200元；

春节票：300元/2小时、400元/3小时、全天600元

青岛小珠山滑雪场 平日150元/2小时；周末220元/2小时；节假日260元/2小时

青岛张家楼滑雪场 周末：240元；平日：170元

台儿庄古城滑雪场 平日128元；周末148元；节日318元

滕州
莲青山滑雪场

平日滑雪120元，平日票+温泉套票188元；周末滑雪150元，周末票+温泉套票
218元；节日滑雪200元，节日+温泉套票268元；夜场票80元

淄博
玉黛湖滑雪场

入园35元，工作日滑雪110元/2小时、130元/3小时、180元全天；周末130元/2小
时、150元/3小时、200元全天；节假日200元/2小时、230元/3小时、300元全天

烟台
海阳林山滑雪场

平日票：150元/2小时、180元/3小时、全天240元；周末票：180元/2小时、210元/
3小时、全天270元；元旦/春节票：260元/2小时、300元/3小时、全天600元

烟台
塔山滑雪场

门票：成人20元；滑雪场平日票：200元/2小时、260元/3小时；滑雪场周末票：
220元/2小时、280元/3小时；滑雪4小时+塔山景区（平日）门市价380元

潍坊
青州驼山滑雪场

门票成人30元，儿童20元；
滑雪场平日票：130元/2小时（预定价104元）、150元/3小时（预定价120元）、

170元/4小时（预定价136元）、全天200元 （预定价160元）；
滑雪场周末票：150元/2小时（预定价120元）、170元/3小时（预定价136元）、

190元/4小时（预定价152元）、全天220元（预定价176元）
元旦、春节价格：220元/2小时（预定价176元）、240元/3小时（预定价192元）、

260元/4小时（预定价208元）、全天300元（预定价240元）

潍坊
青云山滑雪场

平日票：80元/2小时（预定价70元）、100元/3小时、全天120元；
周末票：100元/2小时、120元/3小时、全天150元；

节日票（元旦、春节、元宵节）：120元/2小时、150元/3小时、全天180元

威海恒山滑雪场 平日全天滑雪480元、周末280元/3小时、节日260元/2小时

日照五莲山滑雪场
平日票：双板140元/3小时、双板全天200元；

周末票：双板160元/3小时、双板全天220元；节日票：双板全天260元

临沂茶山滑雪场 平日全天滑雪150元，周末全天滑雪180元

景区名称 贺年会期间门票价格

济南商河温泉 成人168元、儿童108元

国科温泉 78元

济钢温泉 电子票：128元

青岛白鹭湖温泉 成人168元，儿童84元

青岛即墨香根温泉 198元

青岛金麟玉麟温泉山庄 118元

青岛天沐温泉 168元

青岛天泰温泉
门票免费，打高尔夫球免费洗温泉，

单独洗温泉108元/人

枣庄汉诺庄园温泉 68元

枣庄仙坛山温泉小镇 成人票（含自助餐）138元，（不含餐）118元

烟台艾山温泉 128元

烟台磁山温泉 168元

烟台雨岱山温泉 128元

滕州盈泰温泉度假村 成人票（6小时）68元，春节88元

日照杏石温泉 周一至周五110元，周末135元

临沂观唐温泉 138元

临沂汤头温泉
国际休闲度假村

238元

临沂颐尚温泉度假村
成人票198元、儿童票64元、家庭票（2大1小）460元、

家庭票（1大1小）262元

威海汤泊温泉 成人票158元

威海天沐温泉 168元

威海小汤温泉 79元

菏泽仿山温泉度假村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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